2017年11月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RYSA
黃深銘 李鍵邦獲小行星命名

2015

全港首間宋慶齡科技發明示範基地

2013

可持續發展金獎 /
積極推動可持續發展大獎

2009 / 2012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大獎

2006

GOOD PEOPLE MANAGEMENT AWARD

良 好人事 管 理 獎

2004

羅氏少年科學家大獎賽冠軍

專業發展學校計劃 STEM 教育全接觸

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獎

2015

陳易希獲頒銅紫荊星章

2016

用心向學 朝夢飛翔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香港環保卓越金獎

2008 2010

2011

香港健康學校金獎

全港中、小學
十大環保成就獎

2007

2008

2017

2016

黎志偉獲十大傑出青年

2014

優秀科技學校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陳易希獲小行星命名

2005

2003

地址：香港新界屯門新墟新和里 10 號

電話：（852）2452 2422

傳真：（852）2440 0304

電郵：tll-mail@tllf.edu.hk

網址：http://www.tllf.edu.hk

學校簡介
RYSA
陳易希 / 黃深銘 李鍵邦獲小行星命名

羅氏少年科學家大獎賽冠軍

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獎

2005 / 2015

2015

2016

可持續發展金獎 /
積極推動可持續發展大獎

2009 / 2012

2016

2017

香港環保卓越金獎

全港首間宋慶齡科技發明示範基地

2008 2010

2011

2013

良 好人事 管 理 獎

2004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大獎

2006

黎志偉獲十大傑出青年

2014

優秀科技學校

香港健康學校金獎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07

全港中、小學
十大環保成就獎

2008

辦學理念：

開設科目︰

秉承基督精神，啟發學生潛能，確立人生目標，培養學生
明辨是非、自律自愛能力，建立良好人際關係，達致終身
學習，成為良好公民，貢獻社會。

中一至中三︰中文、英文、數學、通識教育、綜合科學、
歷史、電腦、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設計
與科技、視藝傳意、音樂、體育、宗教
中四至中六
核心科目︰中文、英文、數學、通識教育
選修科目︰物理、化學、生物、組合科學、經濟、資訊及
通訊科技、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旅遊與款
待、視覺藝術
其他科目︰體育、宗教

學校類別： 津貼男女校
學校面積： 8,000平方米
辦學團體：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宗
教： 基督教
創校年份： 1990年
校
訓： 明道律己 好學立人
校
監： 余煊博士
校
長： 方順源
香港大學文學士 教育文憑
香港中文大學 校長啟導專業文憑 教育碩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基督教研究文憑
清華大學 通識教育（國情）培訓證書
中國教育部中學校長培訓中心中學校長研修班證書
香港教育學院校董培訓證書
教師人數： 編制46人，自資13人
教師學歷： 碩士22人，學士34人

鄒天祥老師獲勞工處
頒發「模範殘疾僱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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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發展學校計劃 STEM 教育全接觸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GOOD PEOPLE MANAGEMENT AWARD

2003

陳易希獲頒銅紫荊星章

黃耀坤老師及陳明 老師獲選為
優秀教師

學校設施：
課室28個、特別室17個、輔導教學室7個、英國語文研
習中心、中國語文研習中心、數學研習中心、通識教
育研習中心、家長資源中心、創新科技研習中心、CIIF
社區科研中心、STEM創客空間、「202C智營」自修
室、學生活動中心、校牧室、「暖笠笠天地」烹飪室、
醫療室、社工及輔導室、圖書館、健身室、環保「現場
派飯」設施、戶外及室內攀石牆、溫室、氣象台、射箭
場、壘球練習場、模擬軍事訓練場、迎賓池、環保生態
湖、室外蝴蝶園、有機耕作實驗場、影音及校園電視台
製作中心、全校課室、專室及禮堂空調化，並設有多媒
體投影及影音設備。

黃耀坤老師、鄧智光副校長及戚文鋒老師分別
獲頒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2008 / 2010

學教卓越

學校積極爭取外間資源提升學生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的
成績。優質教育基金歷年成功申請項目共有二十六個，金額達港
幣六百萬之多。學校還透過Clifton Leung Design Workshop資
助計劃學生圓夢，五年來已有六十多項的學生計劃受到資助。
教師積極優化課程，在語文科推行戲劇教育，提升學生的學
習動機。另外，教師透過學習圈，分享課堂管理和教學的心得，
就不同的學習課題推行研究，加強教學成效，通識科在教案分享
比賽中獲得優異獎。學校在管理、學教、體藝、科技和環保教育
方面表現出色，每年圴吸引本地及內地學校到校參觀交流。
教師追求卓越，學教出色，備受肯定。鄧智光副校長、吳宏

文憑試合格率高企
2017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本校整體考獲2等成績為66.7%，較去年
63.2%顯著上升。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100%同學考取3等或以
上成績。

業老師和黃耀坤老師獲得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科技教育學習
領域）；戚文鋒老師也榮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數學教育學習
領域）嘉許狀。優秀的教師團隊讓學校連續十四年榮登教育局
高增值榜。學校教師關懷學生，屢獲外界肯定，當中黃耀坤老
師及陳明姬老師獲選為優秀教師。
學校引入啟發潛能教育，曾獲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大
獎，在校園營造信任、樂觀、尊重、關愛和刻意安排的文化，
提升學生的學習自信，讓潛能盡顯。創校廿七年，學校、學生
及教師獲獎無數，屢獲肯定，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傳奇。

友。鄧智光副校長及黃耀坤老師於2008-2009年度榮獲行政長官卓越
教學獎，專業教學備受肯定。

2017年中學文憑試增值理想(核心四科及最佳五科７級)
本校各科連續十四年高增值，最佳四科及最佳五科皆為7級，經濟為
8級，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商業管理為9級增值。

兩度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推行電子學習
數學科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獲批46萬於2014-2016年度推行電
子學習計劃。學校設有40部iPad平板電腦，供各科組使用，提升課
堂互動。2016-2019年度再度成功申請基金，獲撥款163萬推行第二
期計劃，使全港師生均可得益。

學生於中學文憑試奪取佳績
學生於過去幾屆文憑試奪取佳績，成功考入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科
技大學。

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推行EdV網上教室
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15萬撥款，推行EdV網上教室計劃，藉網上
教學短片幫助同學預習和溫習。

本校成為教育局「專業發展學校」支援六所中學推行STEM教育
本校一直致力推動STEM教育，學生在科技方面屢獲殊榮。20172019年度成為教育局的「專業發展學校」，獲撥款港幣$703,325，
支援六所中學推行STEM教育。2017-2018年度所支援的學校分別為
趙聿修紀念中學、賽馬會毅智書院及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計
劃負責人為鄧智光副校長、鄒志輝老師及黃耀坤老師。

學習圈教師專業發展會議
全體老師分為十二組，定期進行學習圈教師專業發展會議，力求改進
教學質素，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科研成果冠全港
本校成為全港首間宋慶齡科技發明示範基地及中文大學新界西分區機
械人培訓中心。
獲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優質評核管理認證
本校獲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優質評核管理認證，顯示本校課程、教
學、評估方面三管齊下，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與學。
成功申請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推行「智能長者」青少年科技大使計劃
2016-2018年獲勞工福利局撥款167萬元，成立「智能長者」社區科
研中心，善用本校科研優勢，以科技打破「老少隔膜」，達致「凹
凸互補」的效果。
夥拍「星之子」陳易希推出全港首個GeoGebra數學學習應用程式
數學科戚文鋒老師夥拍著名校友陳易希先生創立的公司Bull-b Tech
設計了名為 “gMath” 的iOS及Android應用程式，方便教師和學生
使用近二佰個GeoGebra互動數學課件。
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推行「尊重生命，逆境同行」
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20萬撥款，於初中推行抗逆活動，促進同學
的精神健康及抗逆力。
跨科專題研習計劃
通識科、中文科、電腦科、歷史科及企財科合辦跨科專題研習計
劃，訓練同學運用多媒體進行匯報，提升溝通及協作能力，為終生
學習做好準備。
2010-2011年度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
數學科戚文鋒老師善用多元教學策略教授抽象數學概念，獲20102011年度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並於2012-2013年度借調教
育局。
2008-2009年度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設計與科技科透過課堂的課業設計及課後的延展活動，發展科技資
優課程，成功發掘不少科技資優學生，其中包括星之子陳易希校

創造豐富的英語環境
英文科每年均舉辦英語週及透過不同形式的學習活動包括英語營、
英語早會分享等，為同學創造豐富的英語環境。
優質教育基金歷年成功申請項目總額超過港幣600萬
編號
QEF 1998/1026
QEF 1998/3475
QEF 1998/3477
QEF 1998/4005
QEF 1999/0870
QEF 1999/0871
QEF 1999/0873
QEF 1999/1542
QEF 1999/1543
QEF 2000/1720
QEF 2002/0744
QEF 2003/0419
QEF 2004/0715
QEF 2005/6221
QEF 2005/0171
QEF 2006/0153
QEF 2006/0560
QEF 2006/0560
QEF 2007/0473
QEF 2008/0319
QEF 2008/0476
QEF 2009/0342
QEF 2013/0211
QEF 2014/0525
QEF 2015/0207
QEF 2016/0645

項目名稱
金額
「躍進學校計劃 」暑期學習課程
$12,000
奮進計劃
$42,500
歷奇教育
$119,300
美術小老師培訓計劃
$18,000
增設健身室：通往體能運動大躍進之門
$500,000
保齡球訓練計劃
$76,400
資訊科技教學觀摩日
$63,500
家長資源中心
$50,000
樂韻校園三重奏
$360,738
太陽能無土栽種溫室暨有機耕作計劃
$537,000
中一語文基礎強化課程
$135,000
學教無止境──數學教學效能提昇計劃
$114,600
通識教育計劃2005-2006
$183,500
資訊科技基礎設施
$300,000
創新科技資優學生培訓計劃
$587,000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跨科研習與實戰計劃
$189,500
伴我同行—家校一心促進教師身心健康計劃
$153,500
運用新科技處理學校行政工作
$115,000
視覺藝術跨科學習計劃
$186,500
促進學習的評估 – 跨科目學習歷程檔案研究
$187,500
伴我同行 – 家校一心促進學生精神及身心
$177,600
健康計劃
校本國情教育及公民教育計劃
$299,700
Applets in Tablets: GeoGebra 數學電子教室
$458,900
EdV網上教室
$149,900
Applets in Tablets: GeoGebra 數學電子教室 (第二期) $1,634,600
尊重生命，逆境同行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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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經聯招、到內地或台灣升學進修的學生名單
香港大學
課程
數學系
計算機工程學

姓名
陳歷嘉
黃耀麟

香港中文大學
課程
電子工程學系
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
經濟學系
運動科學與健康教育體育系
物理學

姓名
張瑞山
陳卿發
陳顗光
羅青
黃深銘

香港科技大學
課程
數學系
計算機科學
電子與計算機科學
機械工程學
土木工程學
工程學系
生物科學科

姓名
黎日滔
張惠恩
陳易希
文天龍
陳志偉
李學輝
陳溢升

香港浸會大學
課程
宗教研究學
工商管理學
物理學
計算機科學
應用物理學
統計及運籌學
視覺藝術
傳理學社會科學
嶺南大學
課程
工商管理學系

香港教育大學
課程
幼兒教育
小學教育
中學教育
體育教育
中國語文教育

姓名
徐杏恩
王潔怡
葉嘉傑
王皓永
馬詩雅
戴肇珩
吳宏業
梁嘎保
譚頌汶
李紫瑩

姓名
徐杏葵
張家麒
梁瀅心
黃凱玲

姓名
岑梓晴
袁綺華
余欣霖
沈鈴雁
雲愛雯
胡兆智
潘樂宜

香港理工大學
課程
工程物理學
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
互聯網及多媒體科技學
互聯網科技及電子商貿學

劉泱林

馮義鳴

香港公開大學
課程
專業會計榮譽工商管理學
中文榮譽文學士

姓名
曾燕琼
李淑君

薩凡勒藝術設計大學
課程
動畫藝術

姓名
CIRAR

化學科技學
市場學
企業工程及電子商業學
多媒體及多語言計算學
多媒體設計與科技學
服裝及紡織學

物流工程及管理學
物業管理學
社會工作學
屋宇設備工程學系

郭奕煌
建設及環境學
建築科技及管理學
任巧兒
鄧皓玉
范為一
邱嘉瑋

旅遊業管理學
時裝及紡織學
航運科技及管理學
國際物流管理學
設計學
測量學
測繪及地理資訊學
會計學
電子工程學
電子及資訊工程學系

黃嘉薇
陳嘉倩
黃健聰
方嘉露

朱逸杰
劉碧琪
李樂雯

分享讀書心得與體會
毫無疑問，香港中學文憑試是無情的考
驗。每年都看見有不少成績不俗的學生因為在
中英文科失手而無法升讀大學，對此感到極為
無奈。
願以三點與師弟妹分享：
第一，妥善管理好每天的時間分配。必要
時懂得取捨。每人每天的時間都是公平的。尤
其是文憑試在即其間。每天上課或考試都已經
佔據一整天的時間，晚上的温書時間就必然是
影響文憑試的關鍵。若果你對中英文科無太大
信心就投放更多時間準備中英文科。盡管有部
分老師可能反對，但都是忍受，因為讀書是為
了你自己的而不是為了老師。你應該最清楚你
自己在學習上的需要。故此，請妥善管理好溫
習策略，並堅持下去。
第二，知識應該是分享的。在我高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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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護理學
數學、統計及電子計算學
應用物理學係
醫療科技學
護理學院

姓名
張 卉
馮志儒
戴廣欣
張炳昆
黃錦康
陳重曦
黃淑儀
容潔瑩
陳瑋麟
楊美妮
林子寧
陳迪麟
陳晶琦
蘇楷皓
陳承謙
蔡清
賴美如
何結文
黃耀良
陳家俊
鄺宏志
丘統華
洪龍韜
鄭敬耀
張霈霖
黃翠凝
梁宇茵
郭本善
劉詠儀
陳君譽
張俊朗
陳樂婷
謝佩欣
李志康
高朗耀
張嘉俊
鄧進銘
鄧皓朗
朱家文
陳駿朗
王卓衡
陳嘉熙
李錦林
呂舜鎏
葉群玲
嚴嘉瑤

電腦輔助工程設計學
電機工程學系

梁詠絲
陳瑞祺
張舒汶

林素貞
黃柏施
衞樂欣

潘靜文
朱民傑
陳顯揚
梁靜琪
葉衍希
梁智聰
郭子欽
李啟迪

何梓源
蔡家豪
何軍堡
楊家輝
文志剛
冀學文
韓肇楠

間，有不少學生都有一種普遍的想法，認為知
識只是個人化的產物。與同學的交流都有一種
潛藏的張力，把自己學會的都收藏起來，免得
自己被人超越。然而必需指出的是，這種學習
思維的錯誤的。因為倘若當每個人都把學識收
藏，學生之間怎能有進步呢？所以，願意與同
學分享知識才是求學的正確態度。
第三，不恥下問。懂就說懂，不懂就說不
懂，再向老師請教。中國人性格內斂。但往往
因為這種性格影響學習。每節課堂完結前，老
師都會問各位同學有沒有問題，試問有多少學
生會把握機會作出提問？沒有作出發問的又有
多少是真的完全理解課堂上的知識呢？知識和
問題都是一天天累積下來的，因此，有問題就
應及早處理，免得後患無窮。
升讀大學是許多學生的夢想。大學裏邊好

香港城市大學
課程
工商管理學

姓名
黎榮富
鄧幸儀
陳鈞傑
余永興
葉德倫
郭珮怡
社會科學學士(公共政策與政治) 林穎瑜
屋宇設備工程學
區軒華
林曉彤
郭振鋒
陳志榮
何永禧
周志文
周凱琪
建築工程學
丘德志
建築學
謝嘉麒
譚雅文
張皓翔
林世華
鄒俊傑
建築學
陳健邦
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系
岑晉峰
科學及工程學
秦浩馳
專業英語傳意
朱穎彤
媒體科技副文學
麥梓康
測量學
衛海盈
馬家傑
謝俊賢
歐梓瑩
謝卓樫
李曉盈
會計學
任嘉慧
資訊工程學
蔡意俊
資訊科技
陳天祐
電子及通訊工程學
林伯謙
黃健恒
電子商貿及萬維網科技
盧一洋
電腦學
鍾卓均
製造工程學
葉志傑
機械及生物醫學工程學
鄭頌棋
應用物理學
侯苑彤
梁詠儀

李凱琳
黃寶迎
戴廣文
陳婉貞
李鈺明
戴安雯
何天銳
蔡家榮
徐兆昌
陳寶強
朱禮文
蔡振豪
何麗鳳
莫浩然
鄧穎琪
劉俊廷
彭銘燊

張家鍵
唐凱謙
黃詩敏
劉俊賢
周紫欣
樊錦耀
曾耀文
袁宗浩

梁家豪

內地或台灣大學
課程
北京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
台灣逢甲大學 航太工程系
台灣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系
台灣靜宜大學 應用化學系
台灣逢甲大學 財務金融系
英國Aviation Technology
with Pilot Studies

姓名
陸卿華
吳紹緯
陳淑嫻
林祖邦
蔡宛螢
潘寶江
馬崇熙

本校第二位星之子黃深銘校友
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
自由，不像中學般那麼多的限制。希望你也會
嚮往大學的生活。
學無前後，達者為先。今天的你也許沒所
謂的先天性優勢，但其實人生並不只於此，今
天一點點的付出，將換來你將來更大的收穫。
盼望各位同學把握中學讀書的機會，努力奮鬥
每一天。

STEM教育

全港首間宋慶齡科技發明示範基地

優秀科技學校

行星命名

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獎

陳易希獲頒銅紫荊星章

專業發展學校計劃 STEM 教育全接觸

2013

2013 / 2014 / 2015 / 2016 / 2017

2005 / 2015

2016

2016

2017

優秀科技學校獎2013/2014/2015/2016/2017
全港首間宋慶齡科技發明示範基地2013
中文大學新界西分區機械人培訓中心2012-2018
本校致力推動STEM教育，學生在科技方面屢獲國際、全國、全
港科技大賽獎項。陳易希成為香港首位中學生獲小行星命名及獲科
大破格取錄。2013年學校榮獲全港首間宋慶齡兒童科技發明示範基
地稱號，2013-2017年連續五年成為優秀科技學校，2012-2018年
「科技顯六藝」新界西分區機械人培訓中心。2013年本校學生為港
首奪世界VEX機械人錦標賽創意大獎，2015年本校學生黃深銘、李
鍵邦及郭奕煌分別憑自潔門柄(發電機結合光觸媒塗層門柄設計，透
過門開關自行消毒殺菌)再度榮獲英特爾ISEF二等獎、國際天文學聯
盟小行星命名和羅氏少年科學家大獎冠軍。2016年本校黃深銘再創
佳績，成為首名中學生奪得日內瓦際發明展金獎。2017年獲教育局
邀請成為「專業發展學校」，推動STEM教育。

第二代星之子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
程大獎賽二等獎及小行星命名
31905李鍵邦星及31907黃深銘星

本校創新技隊於澳洲墨爾本亞太VEX機械人錦標賽
得高中組亞軍

可載人太陽能車獲獎後接受商台主持
馬騮搣(右前一)訪問

鄧智光副校長連同學生校友獲邀出席IVE
STEM教育中心開幕與主禮嘉賓梁錦松先
生及徐立之教授合照

機械人工作坊

STEM教育部份獲獎紀錄

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先生(右六)親臨本校訪問，
了解本校STEM教育的推行及發展。

郭奕煌同學獲羅氏少年科學家大獎賽冠軍

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獎證書

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獎獎牌

可載人太陽能車全場總冠軍
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獎
羅氏少年科學家獎冠軍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優秀科技學校冠軍
香港工程挑戰賽VEX機械人錦標賽冠軍
青年科技習作比賽一等獎
第九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發明創作金獎
香港風力發電機模型設計比賽冠軍
全港中學生手擲滑翔機比賽冠軍
Intel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工程學二等獎 小行星命名
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美國耶魯大學科學與工程學會特別獎
世界VEX機械人錦標賽創意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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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育

致力推動STEM教育 培育創新科研人材

VEX 機械人大賽榮獲最佳創作獎
陳易希校友與李國章展示其得獎作品

毛嘉寶同學介紹發電設計

小學STEM工作坊
大灣區機械人邀請賽最佳建造獎

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祝捷會與港大校長
馬婓斯合照

黃深銘同學向特首介紹其設計的「自潔門柄」

6

18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北京第十八屆「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總決賽

可載人太陽能車獲全場總冠軍、環保、安全
及節能四項大獎

以SEGWAY暢遊瑞士BASEL市

屯門學界無人機比賽冠軍

黃深銘同學與何智星老師獲邀參觀歐
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的粒子加速器

於羅氏EXPERIO學校實驗室學習製造止痛藥

教育局STEM教育學習社群到校活動

STEM教育

星之子李鍵邦校友代表香港出戰世界太陽能車
比賽，榮獲世界第4名。
失明人協會會長長莊陳有先生測試
本校郭逸朗設計的電子手杖

李鍵邦校友在全港天才發明比賽
榮獲金獎

創新科技隊獲香港工程挑戰賽初中組冠軍

文錦鴻圖(左一)及黃深銘(左二)
在美國紐約城市大學參與
納米科技課程

支援陳易希校友參加發行比賽
接受新城電台訪問

鄧智光副校長於行政長官
卓越教學獎(科技教育)
頒獎禮中接受主持人訪問

澳門機械人比賽

智能長者青少年科技大使計劃啟動禮

高校科學營

屯元區水火箭比賽

7

基督教教育
學校的天台豎立了一個「十字架」，這表明耶穌犧牲的愛；亦表明我們的心願──「這裏有愛，我們願意為學生
付出一切；這裏有情，我們珍惜每一段關係；這裏有耶穌，師生可以找到永生的盼望；這裏有基督，學校的主權全在
乎神。」
本校各級均設有宗教科，有系統地推行基督教教育。另外，更設有團契，以小組形式進行屬靈培育，讓學生進一
步認識真理，建立正確的人生方向及價值觀。老師亦透過平日早會及周會分享生活體驗，深化同學對信仰之了解。宗
教委員會在福音周安排多元化節目，讓同學從多角度認識真理；又舉辦各類營會，鼓勵同學更深入思索生命意義。最
後，以實際行動參與關懷社區活動，效法基督，關顧他人和社區，實踐使命。
秉承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的辦學願景──「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 駐校植堂教會明道堂全
力支援學校工作，致力鞏固校內福音事工基礎、加強學校師生和家長在靈性上的關顧和牧養，建立教會，拓展天國。

活動嘉賓

~明道堂聚會時間~
主日崇拜
學生組
職成組
職青組

傑青呂宇俊博士、方文聰先生和楊芷瑩小姐到校分享生命信息。

Ms Balloon 藉扭汽
球講述耶穌的大愛

林以諾牧師以風趣
幽默的手法道出人
生的各個處景

歌星蔣麗萍小姐到校
作佈道會見證嘉賓

：上午11:00 (123室)
：週日下午 2:00
：每月一次
：每月一次

視后鄧萃雯小姐到校作佈道會見證嘉賓

資深跨媒體工作者李錦洪社長到校主
講屯門區佈道會

唱作人徐偉賢先生自彈自唱，以
優美的歌聲分享生命的見證。

8

回聲谷傷健福音協會到校分享信
息並即場表演讚美操

美國華僑專業人士獲邀到校分享見證傳揚福音.

團契繽 Fun 樂

蒙眼拼圖 No No No.
汽墊傳球

杯子疊疊樂
送走蛋哥

不倒大橋
高處不勝寒

順風速遞

鞋架

堂校合作

報佳音前合照，大家都好興奮。

團契小組活動

敬拜隊練習，一同去敬拜讚美主。

澳門短宣，出發喇。

到訪導師家

入camp去，挑戰不同任務。

外出活動，探討香港教會歷史及背景。

小組活動，夏日炎炎，一齊玩玩水。

入camp去，傳道、老師和組長打成一片，
一同成長一同學習。

明道堂同工

中一新生活動頒獎禮

與家教會合辦活動

9

我們的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家長教師會

家校
合作

2017-2018年度活動簡介

第十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職銜
職銜
主 席：

家長代表
錢志英女士

教師代表

副主席：

沈文利女士

鄧智光副校長
劉世安老師
梁惠霞老師
黃吉耀老師
申玉超老師
盧日高老師
林梅珠老師

委

員：

關婉碧女士、郭明華女士
卓俞芳女士、梁君茹女士
陳碧姬女士、曾璧儀女士
翁秀蘭女士

《家長心聲》追夢、追星、不追分
最近不少學生自殺，使我震驚不己﹗亦有同學輟學和打算退學，不禁
心寒﹗我們的社會病了﹗孩子、父母、老師都病了﹗痛了﹗哭了﹗
我女兒升上小學，便是惡夢的開始，她有讀寫困難。每天做功課猶如
拉牛上樹，弄到大家筋疲力竭。我為她選中學時祈禱，在異夢中見到「夢
想」二字，我不知是甚麼學校，唯有找中學刊物，見到譚李麗芬中學刊物
封面大字寫上「夢想」，於是我放棄了自己心儀的中學，可是女兒和街坊
都反對，女兒選上鄰居姐姐介紹的中學，怎知面試要帶中、英作文各一
篇，她立刻打退堂鼓，於是聽從我去譚中面試。試後，女兒告訴我男孩說
話都好細聲，其中一個還拿著好多體育獎牌。香港教育沒有使他們自信，
因為這是一個追分的城市﹗譚中就是一個鼓勵同學去追夢、追星的地方，
女兒也是在當中被陶造著。
教育目的不是考中學、大學、DSE，成為一個個考試精靈，而是要培
養學生成為好學有禮、有教養的人﹗有責任感，有感恩愛心的人嗎？﹗
願我們父母、師長和社會同樣地發出美麗、智慧的亮光，引領下一代
前行，擴闊視野、心胸，多說造就的話，罰中有愛，有智慧，有意義，不
是用古老方式狂抄書，準備個個去考狀元，去追分，而是追夢、追星﹗使
他們盡展所長，欣賞自己，愛神和愛人如己，並將榮耀神，因是祂創造月
亮和星星去管理黑夜，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錢志英

電郵：tllfpta@gmail.com
Facebook：tllfpta

月份

2017年
11月
2017年
12月
2018年
1月
2018年
2月

11月
15-19/11

項目
舊書買賣活動
中一級家長手冊
中一新生分班試及家長接待日
中一級迎新課程
中一新生舊書買賣
中一級家長美食製作班
整理電腦文件資料庫
關懷行動(Sunshine Call 1)
美食製作班：傳統月餅
家教會活動報告(區會)
教師節10/9(日)
初中親子樂逍遙
親子捐血日
關懷行動(周年大會8/10)
(Sunshine Call 2)
家教會周年大會暨家長日
家長講座
家長教師會會訊
境外考察週

12月

聯校活動-護理用品DIY

1月

美食製作班

2月

家長持份者問卷調查

2018年
3月

5-9/3

2017年
7月

2017年
8月
2017年
9月

2017年
10月

活動日期
6/7
11/7
18/7
17,19-21/7
17/7
18/7
1-8/8
27-31/8
20/9
5/9
8/9
23/9
3/10
3-6/10
8/10

2018年
4月
2018年
5月
2018年
7月

11/3

關懷行動：升學資訊(家長日11/3)
(Sunshine Call 3)
中一至中五級家長日

4-5月

父母親節慶祝活動

5/5
5月
5/7, 16/7
7月初
7月

親子同樂日
家長也敬師
舊書買賣活動
助學金提名
中一班主任拍照日
中一新生分班試、家長接待日及中
一級家長美食製作班

17/7

嘉許文憑試中成績高於全港合格率科目的任教老師

嘉許文憑試中優異成績同學「星之子」黃深銘(中大)及青少年科學家
郭奕煌(科大)，分享校園學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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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糖月餅DIY，應節又健康。
香噴噴的月餅出爐了

護理用品DIY，男同學也雀躍。
家長與班主任傾談同學開學初期的表現及新一年計劃

環保兼互助，與學生會合辦舊書買賣。
初中校園親子樂逍遙

送上果盆小食，家長為老師打打氣。
親子串珠，串出親密父子情。

家長和學生代表與老師們來個大合照，同賀「教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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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

接納差異 兼愛共融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大獎

2006

本校採取「全校參與」融合教育模式，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和
不 同 學 習需 要 。 融 合 教育委員會通過不同的學業和多元的課外活
動，保持及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進取心及增加個人自信，讓他們
能克服障礙，發展自己的潛能及專長。同時本校致力讓所有學生及
家長明白本校融合教育的政策和支援模式。盼能體現平等人權的理
念，讓全校師生學會尊重和包容。

生涯規劃小組 附加活動- Career Live®職業體驗遊戲
活動由聖雅各福群會舉辦，參加者正在學習餐桌禮儀，體驗侍應工作。

親子活動日
活動日當天準備了不同的親子合作遊戲，家長和同
學都投入參與。除了合作遊戲，當天亦有親子製作
湯圓環節。

歷奇挑戰露營
透過營會集體遊戲及信心體驗活動的成功經驗，提升
同學的自信心，同時透過進行任務的過程及康樂獨木
舟活動，增強其抗逆力及解難能力，並強化同學的社
交技巧，更有信心面對各方面的挑戰。

中一保齡球體驗班
邀請舊生於暑假期間教授保齡球的技巧。

雜耍義工訓練小組
小組由舊生何俊廸先生擔任導師，啟發
同學雜耍的潛能，亦同時學習義工服務技
巧，探訪長者及表演雜耍。

共融文化週
每年通過一星期的全校性共融文化週豐
富的活動，讓全校同學和教師從不同角
度認識、了解和體會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
生的困難，營造一個全校更包容的環境。

扭扭氣球班
由舊生何俊廸先生擔任導師，教導同學及老師
製作氣球公仔的技巧，激發其他同學的興趣。

「喜伴同行」計劃
共融電影欣賞

透過社交訓練、老師和家長支援、朋輩聚
會和不同的活動，提升同學的社交能力。

年終家長研討會暨嘉許禮

在週會期間，播放有關不同障礙人士的電影，增加
同學對不同障礙的認識和了解。

學期年終，通過舉辦年終家長研討會暨嘉許
禮，嘉許所有進步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
和積極幫助他們的輔導領袖生。

各展所長宿營
「探索歷奇」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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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輔導員策劃，進行不同的活動，令同學
可以沉靜反思和促進對自身的了解。

每年組織全體中一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新生和當屆的輔導領袖生參加為
期兩日一夜的各展所長宿營，增加
互相之間的認識和感情，並訓練獨
立自主的能力。

輔導領袖生培訓
由社工指導輔導領袖生進行一系列的團體合作遊
戲，訓練相互合作的技巧及關注和協調他人需要
的能力。

智設計工房夢想計劃 Project Dream
梁顯智先生（Clifton）在加拿大讀設計，並在當地闖出名
堂，1997年回流香港，2004年獲《HK Magazine》選為本地五大
生活模式設計大師之一。2012年與本校合作，在校內推動智設計
工房夢想計劃Project Dream，多年來已見成果，五年資助款項高
達港幣316,700。
身為導師的Clifton說：「香港教育注重學業成績，但人有多
方面才華例如技能、創意，不一定能在考試中反映出來。我們希
望資助同學透過實踐一件事找到自己潛質，學生要寫企劃書展示
決心，並非成績第一或為學校增光才有資格得到資助。曾有學生
表示喜歡射箭，但需要一套9,000元的專業弓箭練習；有學生想
擁有一副專業畫架體驗戶外寫生樂趣。有些同學不敢多想，因他
們連最基本的東西都買不起，但設計規劃書時要作資料搜集，要
深入思考自己怎樣實踐計劃。」

良好的學習環境
由智設計工房設計及佈置的202C「智營」
自修室，同學正愉快地學習。

候選人面試中
同學以感想卡致送給梁顯智先生

梁顯智先生與同學討論夢想計劃

智設計工房團隊到校鼓勵學生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大獎

2006

智設計工房夢想計劃
歷年獲資助項目總額港幣$316,700.
項目名稱
保齡球訓練班
世界VEX機械人錦標賽
開心雜耍義工班
舞蹈熱誠
屯門河水質污染及影響探究計劃
邁向舞蹈夢
2013年暑期台灣墾丁(三項鐵人訓練)
(為期七天)
港隊夢
實踐藝術夢
漫畫家育成計劃
自潔門柄-發電機組結合光觸媒塗層門柄
設計
2014年三項鐵人訓練
四人保齡球訓練課程
奇鈴夢想義工班
長者輔助器
夢想
Dream Fly
奧運夢
納米新科技
永遠的電，The C-cell
R & D Clowns
漫畫家之旅
用靈魂感受音樂，音樂之心永不停
甲組足球夢
二人同行，一個優惠，保齡之旅訓練計劃
再向成功大踏步
2014-15單車明日之星計劃
明日之星單車培訓計劃
維特健靈公路單車比賽
2014-2015游泳訓練計劃
兩項鐵人比賽及參加明日之星之路
追逐時間去奮鬥
烹飪小廚神
滾軸溜冰
手球夢
我要參加Swimming World Cup
保齡球訓練之星
甲組足球夢
再衝高鋒
重返冠軍我的「學界」時代最後的衝刺
滾軸溜冰
「鈴」駕於人
尋電
籃球夢
甲組足球夢
再創高鋒
新世紀男人煮意
滾軸溜冰
飛鈴
壘球夢飛翔
突跛足球夢
「助人自助，救急扶危」之路
我走我的路
踢出「足」夢
Breaking the Glass Ceiling
攝影計劃
「跑」出我未來
夢在石中
大作戰
「踢」的夢
極限文化──助人助己
Dye My Future
武術夢
長者輔助器
再生能源探究

資助金額
$2,000
$10,000
$4,550
$3,000
$6,500
$3,000
$5,000
$10,000
$4,450
$1,500
$10,000
$10,000
$2,000
$6,500
$1,000
$1,500
$9,000
$10,000
$5,000
$5,000
$6,700
$1,000
$5,000
$4,000
$4,000
$10,000
$10,000
$8,000
(供全單車組用)
$3,000
$4,000
$2,000
$2,000
$5,000
$2,000
$3,000
$4,000
$3,000
$5,000
$10,000
$6,000
$6,000
$3,000
＄7000
＄3000
＄5000
＄5000
＄5000
＄5100
＄7500
＄4800
＄1000
＄7000
＄7500
＄5000
＄5000
＄5100
＄3000
＄2000
＄2000
＄6000
＄5000
＄30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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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學生才藝兼備 運動成績彪炳

學校推行「一生一體
藝」的理念，積極推動藝術及
體育活動，同學在藝術和體育領域，
發揮潛能。在學校的刻意安排下，同學可
以接觸多達四十多種多元化的課外活動，透
過多元化的課外活動，讓學生陶冶性情，強身
健體。憑著師生的努力，同學在朗誦、音樂、藝
術、體育各範疇盡顯潛能，在多屆的全港中英文朗
誦比賽和二胡比賽中獲得佳績。另外，部分同學具備
設計的天份，在全港地＊設計比賽獲得冠軍。體育
成果豐碩，在手球、壘球、籃球、排球、空手道、
足球、攀石、保齡球、臥推舉、足毽、田徑和跳
繩比賽中屢創佳績，而女子手球隊、男子籃球
隊、足球隊、攀碶隊、保齡球隊、壘球隊及
健體隊，屢獲全港學界比賽冠軍，成績彪
炳。2014年仁川亞運本校共有十一
名校友代表香港出賽，為港
爭光。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大獎

黎志偉獲十大傑出青年

2006

2014

課外活動部分體育獲獎紀錄
全港學界足球比賽
屯門學界籃球比賽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
屯門學界手球比賽
全港學界手球比賽精英賽
全港學界保齡比賽團體
全港學界田徑比賽
四屆亞洲攀石比賽
兩屆亞洲X-game攀石比賽
全港公開及學界矮墻及速度比賽
兩屆攀包山挑戰賽
全港學界臥推舉比賽團體
全國空手道比賽
全港學界壘球比賽

冠軍
男子十年霸
女子七年霸
冠軍
男子五年霸
女子三年霸
四年霸
六年霸
冠軍
冠軍
冠軍
51項冠軍

11名校友代表香港參賽
韓國仁川亞運會2014

冠軍
冠軍
冠軍
三年霸

粒粒皆星

多項全港公開賽
冠軍田徑之王
紀嘉文校友

皇馬教練到校與師生合照

全港學界女子精英手球四連冠
麥卓賢校友
四屆香港傑出運動員
2010年亞洲青少年保齡球錦標賽金牌得主
2012年亞洲保齡球錦標賽金牌得主
2013年亞洲室內運動會金牌得主
2014年世界青少年保齡球錦標賽銅牌得主
2014年韓國仁川亞運會保齡賽男子5人隊際賽銅牌
2016年亞洲保齡球錦標賽雙人及三人賽冠軍
2017年香港傑出運動員
2017年泰國保齡球公開賽軍
2017年菲律賓國際公開賽季軍
2017年世界運動會雙打季軍

壘球健兒，學界壘球三年霸。

單車隊梁頌朗(左一)在全港公路賽
繞圈賽中獲得冠軍

全港學界冠軍攀石王
伍德健校友

全港學界足球精英賽冠軍

14

屯門區校際排球比賽冠軍

保齡、手球、足球、籃球精英。

屯門學界籃球女籃七年冠軍

課外活動

培育眾多香港代表隊

手球代表隊到歐洲斯洛伐克世青盃比賽

校友梁頌珊創辦知名Cake Shop，屢獲國際獎項

琵琶獨奏

扯鈴表演

多次獲邀參與慶典表演的龍獅隊

2014年十大傑出青年、四屆亞州攀石冠軍
黎志偉校友回校擔任攀登教練，學生屢獲獎項。

全港學界保齡球比賽冠軍

20歲校友潘啟情自出道至今以三勝一負的佳
績，10月6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與印度選
手，苦戰六回合以多數判決勝出為港爭光。

舉辦首屆新界西無毒小學藍球錦標賽

全國空手道冠軍陳浩航校友
舉辦新界西小學五人足球賽

全港舉重錦標賽大力王，七位港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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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

體驗多元文化

立足香港，放眼世界，胸懷全球，能擴闊學生的國際視野。本校
不但積極鼓勵學生走出香港，面向世界，還致力推廣交流，本校先後
與上海北虹高級中學、上海建青實驗中學、深圳松泉中學暨北師外
語實驗學校、深圳市龍華中英文實驗學校及百年老校「廈門集美中
學」深圳市龍華新區中英文實驗中學、深圳市龍華新區高峰學校、
廣州市第九十八中學締結為姊妹學校，又與世界各地教育機構建立
伙伴關係，每年邀請外地學者、學生到校交流。過往本校師生及家
長到山區助學，又讓學生、老師參與內地交流計劃，讓學生及老師
瞭解祖國發展新貌，感受「中國心，赤子情」的教育。同時定期
在學校長假期中安排學生出外遊學，足跡遍佈國內外，讓學生的
思維視野突破狹隘的地域界限，與國際接軌。

英國考察團

新加坡英語交流計劃
韓國文化藝術交流團

英語學習之旅，同學到印度考察泰姬陵，
親身體驗異國文化。

意大利交流生計劃
泰國清邁旅業發展交流團

阿根廷交流生計劃

參觀日本廸士尼以了解不同文化
溫哥華英語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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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自然生態遊學之旅

旅遊科泰國考察團

德國雙向交流團

探訪新加坡姊妹學校

放眼世界

十朝古都

豐富而具啟發性的學習經歷

南京懷古行考察團

少數民族原生態文化雲南考察團

情繫祖國

探索國情

蒙古考察團

到姊妹學校上海建青實驗中學交流

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四川考察團
長江三峽歷史考察團
湖北武漢三峽工程考察團

「赤子情 中國心」江西考察團

與上海北虹高級中學學生進行兩地文化交流

西安考察團

「我愛中華」深港學生交流夏令營西安考察團

檳城保育文化交流團

乘坐麗星號參加「生涯規劃
台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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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

探究中華文化及增進對國情的了解

廣東肇慶七星巖考察團

參觀上海世博希臘館

遼寧歷史文化考察團

廣州橋樑僑情交流團

珠海生態考察團

廣州亞運會考察團
廣西助學之旅

富民興桂廣西考察團

與廈門百年老校集美中學
結為姊妹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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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海峽西岸人文與社會發展
考察廈門交流團

河源「飲水思源」考察團

本 校與深圳松泉中學暨北師大外語實驗學
校締結為姊妹學校，並由本校老師為松泉中
學學生進行即場英語試教，為日後專業交流
計劃展開序幕。
清遠連南文化交流團

啟發潛能顯關愛

回饋社會 關懷社區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大獎

積極推動可持續發展大獎

2006

2009 / 2012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自2003年開始推行「啟發潛能教育」，以「啟發潛能教育」的五個信念︰信任、樂
觀、尊重、刻意安排及關懷為經，海星五爪為喻的教育範疇︰人物、地方、政策、計劃及過程為緯，刻意配合學生的需要及
教育發展趨勢，打造「啟發潛能教育夢工場」。學校早於2006年獲頒「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大獎」，2011年更上一層樓，獲
得「國際啟發潛能教育成就大獎」，進一步肯定學校對教育、家長、師生及社區所作出的貢獻。學校堅守「啟發潛能教育」
的信念及致力推行「啟發潛能教育」所得的成果豐碩，包括︰卓越的學與教表現、突出的課外活動及科技成就，致力打造的
「綠色學校」及豐富多姿的公民教育活動等。表現出類拔萃，成績有目共睹。學校相信每一個學生都各有所長，在譚李麗芬
優良的師資、完備的設施及良好的學習環境配合下，透過啟發潛能教育，學生定會潛能盡顯。

梁顯智先生（右一）與陳明姬老師（左一）在校
內推動青年實現夢想資助計劃成果豐碩
學生海星造型支持啟發潛能教育

傷殘奧運會金牌跑手
尹約基來校訪問

體驗籠屋生活

歌手到校獻技，提升正能量。

學生指導本校長者學苑
「老友記」使用電腦

立法會議員
梁家傑到校
分享

暖笠笠天地，
師生溫馨下廚。

敬師日慶祝活動

參觀google香港總辦事處，
體驗最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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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潛能顯關愛
增加學生自信 提升抗逆能力

陳易希校友與特首林鄭月娥分享
青少年奮鬥之路

通識學習活動，一嚐小記者滋味。

領袖培訓
互相扶持信任，
培養團隊精神。
港區人大代表黃吉雯女士到校分享國情
校長帶領學生參觀石崗軍營，了解軍營生活。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
到校分享

學生代表到日本領事館，遞交抗議日本
篡改歷史請願信。
亞洲電視來校拍攝「感動香港」學生分享會

學校舉辦模擬立法會選舉
德國交流生到校體驗攀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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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口才過人

傳媒專訪

自2003年師生參與突破機構逆境先峰為
青少年籌募捐款活動

學校進行911周年悼念活動

心連心抗炎活動日

啟發潛能顯關愛
發揮所長

建立團隊精神

團結就是力量

領袖訓練營
家長同學齊學蛋糕製作

班際射擊比賽
教師參與急救證書課程
長者義工服務

盡顯關懷

難忘的一刻
與深圳龍華中學學生英語交流

教師發展日團體活動

合作無間

高架歷奇訓練

2006國際啟發潛能教育顧問到校進行評審

學生透過藝術創作，啟發多元智能。

了解動物領養意義
領袖生別開生面的領袖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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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潛能顯關愛

創造多元化英文語境

本校英國語文科每年透過舉辦不同形式的英語活動，營造一個良好的英文語境，透過活動、比賽和遊戲中學習
等，讓學生有不同的機會展示語言的潛能，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英文能力。

英語老師在英語週獻唱一曲
高年級英語演講比賽

初中級英語故事演講比賽

多位同學在朗誦節英詩朗誦取得優異成績

英語週攤位遊戲

英語週獎品換領情況
每週一篇早會英文分享

愛爾蘭大使館主辦英語大使計劃

英文書法學習

英語週
點唱活動

英文週「猜猜畫畫」攤位活動

英文大使與姊妹
學校同學交流

22

老師與姊妹學校同學交流

啟發潛能顯關愛 「智能長者」青少年科技大使計劃
https://www.facebook.com/TLLFCIIF/

「智能長者」青少年科技大使計劃獲勞工及福利局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撥款167萬推行，致力將學校與社區連接，促進長幼
共融。計劃包括鼓勵學生跳出校園走進社區，服務有需要人士，並透過「師友計劃」向具人生閱歷的長輩導師相學習，從而建
立正確價值觀。
除了鼓勵學生到社區服務外，計劃亦發揮本校既有的科研優勢，研發和應用創新科技於長者身上。同時提升培訓長者運用
科技能力，建立掌握科技的長者群體。共同發揮生活經驗累積下來創意，以科技打破「老少隔膜」，達致「凹凸互補」效果。

Support 支持
鼓勵一起面對不同的人生挑戰

SMART

透過不同系列的培訓活動，增加學生對區內人口老化、長者
及社區需要的認識和掌握與社區人士，特別是與長者的溝通技
巧；並在構思、研製產品的過程，發揮學生以科技服務長者的能
力，主動回應區內長者的需要。同時，加強社區人士對長者的關
注，建構支援網絡，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支持與協助，鼓勵大家
一起面對人生不同的挑戰。

<啟動禮>計劃中，透過不同遊戲，活
動去讓青少年了解長者狀況，活動設
計上安排長者成為師友導師，加強彼
此接觸。

Mutual Help 互助
互相幫忙，發揮凹凸精神
為學生配對「長輩導師」，可加強學生與師友及長者之間的
接觸與溝通，讓大家彼此交流，相互了解及接納，編織互惠互助
網，推動互學、互惠，角色轉化，發揮關愛精神，人人為社區盡
一份力。

<啟動禮>為了讓青少年建立正確價
值觀，計劃中亦會邀請社區人士與青
少年一同經歷不同挑戰。

Ambition 抱負
擁有同一抱負共建和諧共融社會

Relationship 關係
建立鄰里互助關係

「共融社會」是讓每一位市民都能夠在社會上發揮自己所長，建立無障礙設
施，傷健長幼共融。因此本計劃安排學生到進行社區考察，嘗試從使用者角度去
思考，體驗傷健人士或長者在社區所面對的困難及感受。再利用這些經歷進行科
研及產品研發，利用科技改善社區，令所有人都可以無障礙生活及享受生活。

推動學生及長者與社區內不同人士的接觸
與連繫，擴大學生的人際網絡，讓學生與師友
及長者一齊參與不同活動，完成一系列生活任
務，以了解長者在社區遇到的困難，建立緊密
的長幼關係。同時，齊齊發揮凹凸互補的精
神，將關懷長者的訊息於社區散播，建構跨背
景及跨代共融的社區網絡。

＜建設屯子圍＞得悉屯子圍
有長者家居破損，青少年及義
工一起到屯子圍動手幫忙長
者修葺，為鄉郊的友善社區出
一分力。

<天使探訪>節日裡，到鄉郊
探訪住在寮屋的長者，為長者
送上祝福外，亦令青少年獲得
創作靈感，建設友善社區。

Technology 科技
以科技作橋樑，讓社會各人共享科技的益處
知識不應單單停留於書本層面，本計劃以科技作為橋樑，
鼓勵同學將科技融入社區實踐，打破長幼代溝。活動中，同學
有機會到社區發掘長者面對的問題，集體研習解決方法。設計
及製作改善長者生活的產品，改善長者生活質素。此外，同學
利用自身的科技優勢教導長者使用科技產品，令長者跟上時代
步伐，學習新事物。在教導長者過程中，同學除了能夠溫故知
新，更重要是學會與人相處技巧，對於全人發展有莫大幫助。

<科技體驗日>計劃鼓勵青少年做「小
老師」從而加深對科學理論的認識及
掌握。青少年正教導長者製作水火箭，
長者都聽得入神。

<師友計劃>長者和青少年無分彼此，互
相學習。長者請教青少年如何使用智能
電話，而學生很有耐性一一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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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驕傲

敢追夢就是譚李麗芬

https://www.facebook.com/tllfdream/

科技

陳易希校友

台山商會學校 2001 畢業
2002 年 新一代文化協會香港創新科技署香港賽馬會青少年科技創作大賽智能保安機械人一等獎
2002 年 第二屆元朗屯門區青少年創意作品比賽  再生鳥優異獎  環保筒優異獎 低成本高效
能起重機金獎    
青少年創意等別榮譽獎  智能保安機械人銅獎
2004 年 香港青年協會香港創新科技署科學比賽藍芽保安系統優異獎
2004 年 第 20 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工程學藍芽「老」振盪感應器亞軍
2004 年 全港青少年科技設計比賽長者輔助器材創作設計智能老人保安器亞軍及最具創意獎
2004 年 第十屆海洋公園鯨豚保護日環保攤位遊戲設計比賽最具環保創意獎
2004 年 榮登香港卓越學生成就榜
2004 年 度屯門區傑出學生選舉優異獎
2004 年 香港賽馬會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二等獎
2005 年「創意無限 Cyber Web」全港青少年創意網站設計比賽我的創意發明高中組金獎
2005 年 創新科技署我最喜愛的創意生活發明比賽藍芽智能平安腕錶亞軍
2005 年 第三屆屯元區青少年創意作品比賽智能環保燈發明創作類銀獎
2005 年 Intel 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優秀科學專題研究方案多智能機械人工程學二等獎
2005 年 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林肯實驗室提名 國際天文學聯會通過 命名小行星編號 20780 為
「陳易希」星
2007 年 入讀香港科技大學
2011 年 創立科技公司 Bull•b tech
2012 年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校友校董
2016 年 陳易希獲頒銅紫荊星章
2017 年 成為香港主板上市公司冠軍科技 (0092) 獨立非執行董士

教育
吳宏業校友

攀石

道教青松小學（上午校）
1993 年畢業
2004 年 浸會大學物理系畢業
2006 年 任教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2008 年 獲選香港傑出老師及啟及啟發潛能傑出老師
2009 年 榮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科技教育）
2010 年 任教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2014 年 香港通識教育協會主席
－現在－ 副校長

黎志偉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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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劉天生小學下午校 1997 年畢業
2000 年 第二屆亞洲攀岩青年錦標賽冠軍 ( 香港首面 )
2000 年 全港傑出學生運動員
2001 年 第三屆亞洲攀岩青年錦標賽冠軍
2001 年 屯門區傑出學生
2002 年 第十二屆亞洲攀岩錦標賽冠軍
2003 年 第十三屆亞洲攀岩錦標賽冠軍
2005 年 運運攀登速度賽世界排名第 8 位
2007 年 ISPO CHINA 全國攀石大賽冠軍
2007 年 ASINA X GAME ~ FLASH CLIMBING 冠軍
2007 年 香港運動攀登錦標賽 2007 冠軍    
2007 年 第十五屆全國攀岩錦標賽冠軍
2000 - 2007 年香港體育學院精英運動員    
2008 年 香港運動攀登錦標賽 2008 冠軍
2008 年 長洲搶包山比賽 2008 冠軍    
2008 年 Busan TreX-Games 冠軍
2008 年 第十六屆全國攀岩錦標賽冠軍    
2008 年 教育局薈萃館傑出運動員成就獎
2008 年 匯豐銀行慈善基金優秀教練獎
2009 年 第十七屆全國攀岩錦標賽冠軍 ( 抱石及個人全能 )
2010 年 第十八屆全國攀岩錦標賽抱石賽冠軍
2011 年 第十九屆全國攀岩錦標賽抱石賽冠軍
2011 年 因車禍以致下半身癱瘓
2014 年 參加渣打馬拉松 10 公里輪椅賽
2014 年 全港十大傑出青年
2016 年成功攀登獅子山山頂

李鍵邦校友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2009 年畢業
2010 年全港水火箭模型設計比賽冠軍
2011 年西山小學創意大賽暨國際校際邀請賽創意金獎
2011 年青松觀環保盆栽設計比賽冠軍
2012 年 第八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示範基地稱號
2012 年 第八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發明作品獎銀獎
2012 年 第八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發明總評園丁獎
2012 年 香港工程挑戰賽 2012VEX 機械人錦標賽 ( 高中組 ) 八強
2012 年「科技顯六藝」2012 創意比賽「射」藝二等獎
2013 年 第九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金獎
2014 年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2013-2014
物理及工程 ( 高中 ) 組別美國耶魯大學
科學與工程學會特別獎及二等獎
2014 年 優秀科技學校組別冠軍
2014 年 高中組發明品亞軍
2014 年 第十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銀獎
2015 年 第 66 屆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材料科學二等獎殊榮
2016 年 獲命名 31905 李健邦星
2016 年 獲命名 31905 李健邦星
2017 年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辦香港青少年天才大會金獎

郭奕煌校友

丹陽中學 2011 年畢業
2014 年香港工程挑戰賽 2014VEX 機械人錦標賽 ( 高中組 ) 亞軍
2016 年 Roche Young Scientist Award (RYSA) 冠軍
2017 年入讀香港科技大學

黃深銘校友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2010 年畢業
2014 年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優秀科技學校組冠軍
2014 年 第 12 屆上海市青少年明日科技之星評選二等獎
2014 年 第十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少年兒童發明獎銀獎
2015 年 第 66 屆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材料科學二等獎殊榮
2016 年 課外活動傑出學生
2016 年 獲命名 31907 黃深銘星
2016 年 第十屆中國青少年科技創新獎
2017 年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辦香港青少年天才大會金獎
2017 年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

足球
梁冠聰校友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下午校）2004 年畢業
2007 年 香港 International Youth (U16) Football Invitation
Tournament 小組季軍
2007 年 新加坡曼聯超級盃亞洲賽季軍
2010 年 全港學界足球比賽冠軍
2011 年 屯門區學界足球比賽冠軍
2013 年 香港亞洲盃外圍賽成員
2014 年 韓國仁川亞運會香港足球員代表隊成員
2014 年 現職南華會足球員
2016 年 本地電台足球評述員

空手道
陳浩航校友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2010 年畢業
2012 年 中國空手道總會第二屆東亞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
男子組手搏擊季軍、男子套拳季軍
2012 年 香港空手道總會全港空手道隊際錦標賽青少年組
男子隊際賽季軍
2012 年 香港舉重健力總會香港臥推舉錦標賽暨國際賽選拔賽
少年組 53KG 冠軍
2013 年 香港系東流空手道東道會 2013 第六回親善空手道選手權大會
青年男子 14-15 歲套拳季軍、組手季軍、隊際組手季軍
2013 年 全國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高級位組男子少年個人型第二名
個人全能第二名、個人組手 57KG 第七名
2013 年 2013 東亞空手道錦標賽男子套拳及組手季軍
2013 年 代表香港出選全國空手道冠軍賽
2014 年 2014 年全港空手道青少年大賽
自由組手男子 14-15 歲亞軍
高級組形男子 14-15 歲季軍
2014 年 AKF 亞洲青少年空手道比賽 16-17 歲個人套拳第五名
2014 年「優秀青年運動員獎 2014」
2015 年 系東會第八回親善空手道選手權大會 16-17 歲組別套拳季軍
及組手亞軍
2016 年 全國空手道錦標賽成人隊際賽套拳亞軍

田徑

紀嘉文校友

港澳信義會黃陳淑英紀念學校 1996 年畢業
2003 年 屈臣氏健康知己越野錦標賽 2003 男子青年組
冠軍
2003 年 屈臣氏蒸餾水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及公開賽 (
第三站 ) 男子 A1 組 5000 米冠軍 ( 破香港分齡
紀錄 )、男子 A1 組 1500 米亞軍
2003 年 5000 米公開組冠軍
2003 年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校際田徑比
賽 5000 米冠軍 ( 破紀錄 )
2003 年 4x1500 米接力賽跑香港紀錄保持者渣打馬拉
松 10 公里青年組冠軍
2004-2010 年 澳門旅遊塔長跑賽七連冠
2009/2011 年 渣打馬拉松半馬拉松壯年組亞軍
2010 年 屈臣氏田徑會男子歷史十傑 :5000 米賽跑 ( 第
6 位 )、3000 米障礙賽 ( 第 2 位 )、十公里公路
賽跑 ( 第 3 位 )、十五公里公路賽跑 ( 第 1 位 )
及半程馬拉松跑 ( 第 3 位 )
2010/2011 年 渣打馬拉松全馬拉松壯年組亞軍 :2010
年及 2011
2011 年 ASICS 香港 10 公里挑戰賽 2011 冠軍
2011 年 香港 15 公里挑戰賽全場總冠軍
2011 年 澳門除夕跑冠軍
2012 年 半馬拉松男子組冠軍

朗誦
勞韻儀校友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2006 年畢業
2005 年 第 2 屆當代作家詩文朗誦比賽獨誦冠軍及合誦冠軍
2005 年 第 57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散文獨誦冠軍
2006 年 第 58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詩詞獨誦亞軍及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2006 至 2008 年度第 3 屆至第 5 屆當代作家詩文朗誦比賽季軍
2007 至 2008 年度第 58 至 60 屆學校朗誦節散文獨誦普通話冠軍
2009 年 第 6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
2010 年 全港朗誦大賽廣東話及普通話獨誦冠軍
2011 年 第 11 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高中詩歌組冠軍
2011 年 第 7 屆當代作家詩文朗誦比賽高中歌詞獨誦組亞軍、高中詩歌獨誦組冠軍
2011 年 第 6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高中詩詞普通話獨誦亞軍及英語獨誦季軍

籃球

梁民熊校友

2012 年 香港十公里挑戰賽冠軍
2012 年 GIGASPORTS 10 公里賽冠軍
2012 年 聯合國兒童慈善跑 100 公里比賽冠軍
2012 年「勇闖 ICC 100 - 新地公益金慈善跑」冠軍
2013 年 GIGASPORTS 10 公里賽冠軍
2013 年 代表香港出戰北京半馬姐別
2013 年 聯合國兒童基金慈善跑 10 公里冠軍
2014 年 現任「跑手堂」教練
2015 年 AXA 安盛香港街馬 10 公里冠軍
2015 年 新世界國際三項鐵人賽」季軍
2016 年 澳門旅遊塔長跑賽冠軍
2016 年 香港圖騰跑 16 公里靈猴族競賽組男子組冠軍
2016 年 迪士尼賽跑 10 公里賽冠軍
2016 年 麥理浩徑舉行的圖騰跑 16 公里靈猴族競賽組冠軍
2016 年 元朗 10 公里街跑奪冠全場總冠軍
2016 年 上水香港 15 公里挑戰賽冠軍及男子組全場總冠軍
2017 年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男子一萬米賽事冠軍
2017 年 日本「香川丸龜國際半馬拉松」冠軍
2017 年 第四屆康宏圖騰跑冠軍

跳繩
湯子賢校友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2006 年畢業
2008 年 全港跳繩精英賽
個人組別 12-14 歲總季軍、單人繩個人花式亞軍
單人繩速度耐力跳季軍、單人繩速度跳季軍
2009 年 全港跳繩精英賽 15-17 歲
男子組單人繩個人花式冠軍、男子組單人繩速度跳季軍
2010 年 年全港中小學跳繩比賽 2010 男子中學組 45 秒個人花
式冠軍
全港跳繩精英賽單人繩個人花式 15-17 歲男子組亞軍     
單人繩速度跳比賽 15 歲或以上男子組亞軍
團體二人單 人繩比賽或以上男子組亞軍  
2010 年 代表香港參加英國第八屆世界跳繩錦標賽暨世界青少年
錦標賽青少年 15-17 歲組別季軍 ( 總成績 )
殿軍 (30 秒速度賽 )、亞軍 ( 個人花式 )
2010 年 全港跳繩精英賽團體三人交互繩冠軍、速度接力亞軍
團體四人單人團體亞軍
2014 年 就讀海丁堡龍比亞大學

二胡

時裝設計
黃海翔校友

舞蹈

香港潮陽小學 2004 年畢業
2009 年 自立品牌「L' homme Branché」
2010 年 UNIART 舉辦的時裝設計畢業展中獲得「Best
Avant- Garde Award」並得到紐約攝影師 Seth
Hutchinson 的讚賞

阮泳茵校友

聖公會蒙恩小學 ( 下午校）2006 年畢業
2005 年 屯門區議會 More 天倫嘉年華舞蹈演出
2008 年 TVB 萬千星輝賀台慶開幕禮舞蹈演出
2008 年 除夕倒數詠香江開幕禮舞蹈演出
2009 年 第 45 屆校際舞蹈節 甲等獎 屯門區舞蹈比賽 金獎
2010 年 第 2 屆校園藝術大使
2010 年 全國青少年藝術大賽香港交流展演 ( 明日之星 ) 表演嘉賓
2010 年 香港舞動馬拉松 2010
2010 年 國際舞蹈日 2010 舞蹈大使
2010 年【我的香港夢音樂會 2011】同根中國心 ( 舞蹈編排及演出 )
2010 年【紅絲帶．愛．同行 音樂會 2010】( 舞蹈編排及演出 )
2011 年 屯門區議會「探索屯門展覽」舞蹈演出
2011 年《環保鄉村運動》嘉年華 @ 林村暨嘉許禮表演嘉賓
2011 年 第 3 屆校園藝術大使 嘉許禮表演嘉賓
2014 年 現職舞蹈教練

甘嘉隆校友

五邑鄒振猷學校上午校 2006 年畢業
2007 年 香港亞洲青少年民族樂器邀請賽金獎
2007 年 香港校際音樂節中國樂器獨奏二胡深造組季軍
2007 年 香港國際音樂藝術大賽二胡少年 A 組金獎
2008 年 香港校際音樂節中國樂器獨奏二胡深造組亞軍
2008 年 香港屯門區中西樂器比賽公開組亞軍
2009 年 全國民族樂器比賽香港區初賽二胡少年 C 組金獎
2009 年 北京全國民族樂器決賽二胡少年 C 組金獎
2009 年 國際首屆中國器樂賽 ( 決賽 ) 二胡銅獎
2010 年 入讀北京音樂學院附屬中學
2014 年 就讀北京音樂學院

聖公會蒙恩小學 1998 年畢業
2003 年 Super-X 及 Jump shoot 學界籃球熱身賽（屯門區）冠軍、
Super-X 最佳後衛
2003 年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區屯門區學界籃球賽冠軍
（五連冠）
2003 年 全港學界壘球比賽冠軍
2003 年 警務處新界北總區新界北總區青少年賀歲防罪盃籃球邀請賽
2004 冠軍
2004 年 粵閩港澳中學生埠際籃球比賽冠軍（03-04）
2004 年 全港學界馬拉松籃球賽男子組冠軍
2004 年 香港學體會屯門區學界籃球賽男子甲組冠軍（六連霸）
2005 年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校際籃球比賽男子甲組冠
軍（七連霸）
2005 年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全能傑出運動員（05-06）
2014 年 現役香港甲一籃球飛鷹隊球員
2016 年 第 17 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冠軍

拳擊

潘啟情校友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2008 年畢業
2016 年「王者對決」輕蠅量級拳擊比賽獲勝
2016 年「勇者對決」越級挑戰泰國拳手技術性擊倒對手
獲職業生涯二連勝
2017 年「勇者對決 3」輕蠅量級拳擊比賽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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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鐵人

踢毽
陳筠灝校友

天水圍官立小學 2009 年畢業
2012 年 香港三項鐵人 2012 全年個人三項鐵人女子組冠軍
2012 年 香港三項鐵人 2012 年水陸兩項鐵人女子組亞軍
2012 年 屯門校際越野比賽個人賽冠軍
2012 年 香港三項鐵人 2012 亞洲盃冠軍
2012 年 香港越野兩鐵挑戰賽越野跑 & 單車冠軍
2013 年 屯門校際游泳比賽女甲 100 米自由泳冠軍
女甲 200 米由泳冠軍   女甲 4x50 自由泳接力冠軍
2013 年 香港人壽三項鐵人賽 2013 亞軍
香港第五十六屆體育節分齡組三項鐵人賽季軍
2013 年 屯門校際越野比賽女甲冠軍
2013 年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女子青少年 F 組 100 米自由式冠軍
2013 年 學界田徑比賽女甲 1500 米季軍
2013 年 Overall Triathlon Series Awards.
2013 年 Overall Individual Series Awards.
2013 年 Overall Duathlon Series Awards 全年亞軍

陳曉霖校友

青山天主教小學（上午校）2006 年畢業
2008 年 第三屆粵港澳台四地毽球錦標賽第四名
2008 年 足毽邀請賽單人賽冠軍
2009 年 全國青少年毽球錦標賽女子乙組雙人賽第八名
2009 年 第四屆粵港澳戈毽球埠際賽女子隊際賽第三名
2010 年 第五十三屆體育節第十四屆全港學界足毽邀請賽女子      
雙人賽冠軍、女子單人季軍、中學組女子團體賽冠軍
2010 年 香港足毽總會盃隊際賽季軍
2010 年 第六屆世界毽球錦標賽女子團體賽殿軍
2010 年 全港足鍵淘汰賽公開賽冠軍
2011 年 第 15 屆全港學界足鍵邀請賽團體賽冠軍、雙人賽冠軍及個人賽冠軍
2011 年 香港足毽淘汰賽女子隊際賽冠軍、混雙賽冠軍

保齡球
麥卓賢校友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2006 年畢業
2008 年 新加坡亞洲青少年運動會保齡球個人冠軍、
隊際冠軍
2009 年 菲律賓公開賽青少組冠軍
2009 年 印尼公開賽青少組亞軍
2009 年 東亞運動會保齡球 4 人賽季軍
2010 年 亞洲青少年保齡球錦標賽三項冠軍
2010 年 廣州亞運會保齡球五人賽銅牌
代表香港在亞洲保齡球錦標賽榮獲５人賽冠軍
2012 年 香港亞洲錦標賽男子５人隊際賽冠軍
2013 年 亞洲室內運動會金牌得主
2014 年 世界青少年保齡球錦標賽銅牌得主
2014 年 韓國仁川亞運會保齡賽男子 5 人隊際賽銅牌
2016 年 亞洲保齡球錦標賽雙人及三人賽冠軍
2016 年 亞洲巡迴賽中華台北分站冠軍
2016 年 亞巡賽香港站冠軍
2016 年 卡塔尔多哈世界保齡球單打錦標賽季軍
2016 年 亞洲保齡球錦標賽男子全能賽冠軍
2017 年 香港傑出運動員
2017 年 泰國保齡球公開賽冠軍
2017 年 菲律賓國際公開賽季軍
2017 年 世界運動會雙打季軍

游泳
葉嘉瑩校友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2006 年畢業
2008 年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女子乙組 50 米胸泳冠軍 ( 破紀錄 )
200 米胸泳冠軍 ( 破紀錄 )
2009 年 中銀香港第 52 屆體育節長池游池計時賽女子組
50 米胸泳亞軍
2009 年 第 2 屆全港運動會游泳比賽女子組 50 米胸泳亞軍
2009 年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D1 長池分齡賽女子組 50 米胸泳冠軍
2009 年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女子乙組 50 米胸泳冠軍 ( 破紀錄 )
100 米胸泳冠軍 ( 破紀錄 )
2009 年 新界區體育協會主辦第 24 屆新界區際水運會女子 F 組
200 米胸泳亞軍     50 米胸泳冠軍     100 米胸泳冠軍
4X50 米自由式接力冠軍     4X50 米四式接力冠軍
2009 年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女子組
50 米胸泳亞軍     100 米胸泳亞軍     200 米胸泳亞軍
2010 年 第 25 屆新界區水運大會 50 米、100 米及 200 米胸泳冠軍
2011 年 第 3 屆全港運動會女子 200 米蛙泳季軍
2011 年 第 29 屆元朗區水運會     4X50 米四式接力冠軍
50 米胸泳冠軍     100 米胸泳冠軍
2012 年 屯門區傑出學生選舉 2012 高中組優秀學生

射箭
莫曉麟校友

聖公會蒙恩小學 2009 年畢業
2013 年 第二屆永隆盃射箭比賽男子公開組冠軍
2014 年 羅桂祥盃射箭比賽男子甲組季軍
2014 年 新界學界射箭比賽男甲反曲弓個人亞軍男甲團體殿軍

龍師隊
郭偉民校友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2004 年畢業
2007 年 泰國國際龍獅邀請賽夜光龍組冠軍   2007 年全港公開龍獅錦標賽全港冠軍
2007 年 第一屆全港學界青少年夜光龍醒獅大賽夜光龍組冠軍
2007 年 國際七人欖球賽開幕典禮表演   2007 年迪士尼樂園開幕典禮龍獅表演
2007 年 香港回歸十週年晚會表演   2008 年西貢元旦龍獅武術邀請賽冠軍
2009 年 元朗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獅藝組 ( 全港 ) 冠軍   
2009 年 屯門區全港公開龍獅比賽優異獎    2009 年獅球教育基金會最佳進步獎

跆拳道
黃智弘校友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2012 年畢業
2012 全港男子青少年跆拳道比賽男子兒童色帶組冠軍
2012 年仁愛堂跆拳道大賽男子品投博擊組冠軍
2013 第七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兒童暨新手邀請賽國際博擊賽冠軍
2013 全港青少年跆拳道比賽男子色帶組搏擊冠軍
2014 第八屇馬來西亞國際跆拳道錦標賽  冠軍
2015 年高雄國際青少年對抗賽青少年 45 公斤級別冠軍  
2015 世界跆拳道公開錦標賽 15-17 歲搏擊組冠軍  
2015 年穗港盃跆拳道邀請賽個人搏擊組冠軍    
2015 全國大眾跆拳道優魄杯個人博擊組 45kg 以下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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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軸溜冰
6C 蔡俊賢
仁德天主教小學 2012 年畢業
2012 年度廣州中小學速度輪滑錦標賽男子初中組 10000 米殿軍  
2012 年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 2012 男子組 3000 米殿軍
2013 年第十五屆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青少年滾軸溜冰邀請賽 3000 米混合接力殿軍
15000 米殿軍
2013 年深圳市青少年速度輪滑錦標賽  男子乙組亞軍
2014 年 滾軸溜冰繽紛奧運會  男子高級組別蓮步舞及障礙賽 (12 歲或以上 ) 冠軍
第 13 屇全國速度輪滑 ( 公路 ) 錦標賽 200 米、500 米、10000 米第五名
2014 年度廣東省速度輪滑錦標賽男子少年 300 米個人賽、500 米爭先賽、1000 米計
時賽、5000 米淘汰賽冠軍  
2014 年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男子 12-14 歲 500 米及 3000 米亞軍  
2014 年第 17 屆香港青少年滾軸溜冰邀請賽混合接力賽第四名   
2015 年滾軸溜冰繽紛奧運會男子高級組定點籃球賽及障礙賽冠軍   
2016 年第 59 界體育節滾軸溜冰繽紛運動會男子高級組溜冰障礙賽冠軍及蓮步舞亞軍

2017年譚益芳基金34位得獎學生

獲學校資助每人各港幣二千元參與海外考察擴闊視野

2A 廖昌國

2A 施澤銘

2A 蔣永康

3A 李芷蕎

3A 唐敬華

丁橋鎮中心小學
2016年畢業

(汕尾)新港中心小學
2015年畢業

深圳華僑城小學
2016年畢業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2015年畢業

元朗官立小學
2015年畢業

中一全級第一名

中一全級第二名

中一全級第三名

3A 毛嘉寶

4A 林世豪

4A 梁博彥

4A 陳卓禮

5A 戴俊軒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2015年畢業

香港路德會增城兆霖學校
2014年畢業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2014年畢業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2014年畢業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2013年畢業

中二全級第三名

中三全級第一名

中三全級第二名

中二全級第一名

中三全級第三名

中二全級第二名

中四全級第一名

5A 樊子健

6A 馮德華

6A 區兆雅

6A 傅詠琳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2013年畢業

廣東省惠州市東江小學(老校)
2011年畢業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2012年畢業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2012年畢業

中四全級第三名

中五全級第一名

中五全級第二名

中五全級第三名

2A 黃馨嶠

2A 黃子維

3A 毛嘉寶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2016年畢業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2016年畢業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2015年畢業

˙香港國術總會 第三十六屆全
港國術群英會2017女子中童
組短器械冠軍
˙香港國術總會 第三十六屆全
港國術群英會2017女子少年
組套拳亞軍
˙香港國術總會 第三十六屆全
港國術群英會2017女子中童
組套拳殿軍
˙劉金龍中學接力邀請賽女子組
季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
誦 冠軍

˙香港航協會 第十九屆「飛向
北京飛向太空」全國模型教
育競賽香港區選拔賽「美嘉
欣」遙控四軸飛行器競時賽
冠軍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中國教育
部 第18屆「飛向北京-飛向
太空」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
模型教育競賽「美嘉欣」四
軸飛行器競時賽二等獎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 藍
天綠地在香港全港學界比賽
2016及全港學界再生能源綠
化設計比賽 亞軍、優異獎及
獎金300元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
誦亞軍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2017香港
青少年天才大會中學組銀獎
˙屯門區議會 2016屯門遙控模
型船競技日學界環保模型船
創意設計比賽季軍
˙課外活動傑出學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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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林家俊
香港路德會增城兆霖學校
2014年畢業

˙區會中學校長會數學科核
心小組
區會聯校魔力橋
(Rummikub)比賽團體冠軍(獎
杯)
˙香港壘球總會 2017年全港中
學壘球邀請賽全港殿軍

＊獲獎勵境外考察(上限港幣$2,000元)及獲贈全年書簿(上限港幣$2,000元)

4A 張國雄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2014年畢業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2017香港
青少年天才大會中學組銀獎
˙香港中文大學工學院 香港科
技教育學會香港工程挑戰賽
2016高中組 建造獎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 藍
天綠地在香港全港學界比賽
2016及全港學界再生能源綠
化設計比賽 亞軍、優異獎及
獎金300元

4A 梁博彥

4B 方文軒

5A 陳芷琪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2014年畢業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2013年畢業

道教青松小學
2013年畢業

˙香港壘球總會 2017年全港中
學壘球邀請賽全港殿軍
˙香港電子學習教育學會/伯裘
書院 STEM數理科技學習匯
2016中小學數碼編程設計大
賽(中學組) 三等獎(獎狀及獎
牌)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中國教育
部 第18屆「飛向北京-飛向
太空」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
模型教育競賽「紅雀」橡筋
動力飛機競時賽三等獎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
節2016/17廣東話組傑出(劇
本、舞台、合作、演出)獎

˙區會中學校長會數學科核
心小組
區會聯校魔力橋
(Rummikub)比賽團體冠軍(獎
杯)

5A 樊子健
˙區會中學校長會數學科核
心小組
區會聯校魔力橋
(Rummikub)比賽團體冠軍(獎
杯)

5A 沈清華

˙區會中學校長會數學科核
心小組
區會聯校魔力橋
(Rummikub)比賽團體冠軍(獎
杯)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中國教育
部第18屆「飛向北京-飛向太
空」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
型教育競賽「黃鸝」手擲飛
機直線距離賽三等獎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
節2016/17廣東話組傑出(劇
本、舞台、合作、演出)獎

聖公會靈愛小學
2013年畢業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
節2016/17廣東話組傑出(劇
本、舞台、合作、演出)獎

5D 黃卓楠
屯門官立小學
2013年畢業

5A 韓寶盈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2013年畢業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
節2016/17廣東話組傑出(劇
本、舞台、合作、演出)獎

˙中華基督教會區會 區會羽毛
球比賽女子雙打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
分會 屯門校際羽毛球比賽女
子甲組團體季軍

5C 黃智弘

6B 彭永曦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2012年畢業

屯門官立小學
2012年畢業

˙香港跆拳道協會 第二十一屆
亞洲城市跆拳道錦標賽青少
年組冠軍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
節2016/17廣東話組傑出(劇
本、舞台、合作、演出)獎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
節2016/17廣東話組傑出演員
獎

5B 岑愷茵
屯門官立小學
2013年畢業

6A 馮德華
廣東省惠州市東江小學(老校)
2011年畢業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
誦冠軍
˙領袖生副隊長

6A 葉凱嵐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2012年畢業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
節2016/17廣東話組傑出(劇
本、舞台、合作、演出)獎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
節2016/17廣東話組傑出導演
/演員獎

6A 柯易明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2012年畢業

˙Go Nature HK LTD. 全港中小
學生抱石賽2017男子U18組抱
石賽冠軍
˙香港攀石學會 KAILAS X
JUST CLIMB 香港攀石賽2017
男子青年組冠軍
˙中國香港攀山及攀登總會 第
28屆香港運動攀登公開賽男
子青年組冠軍
˙中國登山協會 2016 KAILAS
全國攀岩希望之星暨全港兒童
及青少年抱石比賽男子U16亞
軍
˙漢華中學 第七屆運動攀登難
度賽男子青少年組冠軍
˙中國登山協會 2016KAILAS
全國攀岩希望之星香港站暨香
港兒童及青少年抱石賽男子青
年組冠軍
˙恆友發展有限公司 第十四屆
黃河盃挑戰賽抱石賽男子青年
組全年總冠軍
˙恒友發展公司 第十四屆黃河
盃攀爬挑戰賽攀岩先鋒(難度)
賽男子青年組冠軍
˙恆友發展有限公司 第十四屆
黃河盃挑戰賽抱石賽男子青年
組冠軍
˙恒友發展公司 第十五屆黃河
盃攀爬挑戰賽男子挑戰組亞軍
˙課外活動傑出學生獎

香港路德會增城兆霖學校
2013年畢業

˙KWHIUAN 第二屆AND ONE
三人籃球賽U16女子組季軍
˙劉金龍中學接力邀請賽女子組
季軍
˙北區康民署 少年警訊會長盃
屯結無毒新世代籃球賽女子組
季軍
˙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分會
屯門區學界田徑比賽女甲400
米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
分會 屯門校際羽毛球比賽女
子甲組團體季軍

6C 邱頌喬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2011年畢業

˙屯門區學體會 屯門區校際游
泳賽200米個人四式男甲冠軍
˙黃大仙康文署 黃大仙區分齡
游泳賽200米蝶泳冠軍
˙屯門區學體會 屯門區校際游
泳賽100米自由男甲亞軍
˙葵青區康文署 葵青區分齡游
泳賽200米背泳亞軍
˙屯門康文署 屯門區分齡游泳
賽200米自由泳亞軍
˙屯門區學體會 屯門區校際游
泳賽4x50米自由接力男甲季
軍
˙屯門康文署 屯門區分齡游泳
賽100米自由泳季軍

6C 蔡俊賢
仁德天主教小學
2012年畢業

˙廣東省體育局 廣東省第二屆
輪滑歡樂節暨2016年廣東省
速度輪滑錦標賽500米計時賽
冠軍
˙深圳冰上運動輪滑協會 2016
奧得盃深圳市青少年速度輪
滑錦標賽暨首屆平地花式錦
標賽成年組 冠軍
˙廣東省體育局 廣東省第二屆
輪滑歡樂節暨2016年廣東省
速度輪滑錦標賽300米計時賽
亞軍
˙中華台北滑輪溜冰協會 2016
亞州國際溜冰公開賽暨2017
台北大運測試賽男子組3000
米接力殿軍

6C 李永洪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
節2016/17廣東話組傑出(劇
本、舞台、合作、演出)獎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
節2016/17廣東話組傑出導演/
演員獎
˙領袖生副隊長

顧問：方順源校長

香港潮陽小學
2013年畢業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2013年畢業

5A 林君欣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2013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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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關迦諾

5A 馮婉怡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2012年畢業

˙吐露港扶輪社 國際專業無人
機學會 2017全港校際無人機
比賽火星任務挑戰賽冠軍
˙香港中文大學工學院 香港科
技教育學會香港工程挑戰賽
2016高中組建造獎

＊獲獎勵境外考察(上限港幣$2,000元)及獲贈全年書簿(上限港幣$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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